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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布局在中国西部、“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
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地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国”的成都市区，有望江、华西和江
安三个校区。 

四川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教、艺等 12 个
门类，有 31 个学科型学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等学院。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4 个，
博士学位授权点 34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443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32 个，本科专业 133 个，博士
后流动站 33 个，国家重点学科 46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4 个，是国家首批工程博士培养单位。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7,500／年;理工科 RMB22,000／年;考古学 RMB22,000／年; 

临床医学、艺术、体育 RMB45,000／年;药学、公共卫生 RMB29,250／年; 
口腔医学 RMB36,000／年 

住宿：望江校区 RMB48／天(单人间);RMB24-36／天／间(双人间) 
华西校区 RMB30-52／天(单人间);RMB22-42／天／间(双人间);RMB17-24／天／间(三人间) 
江安校区：RMB18,000/年(单人间);RMB9,000/年(双人间);RMB6,000/年(三人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法学院 法学 

艺术学院 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表演、舞蹈学、动画、广播电视编导、
音乐学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财政学、国民经济管理、※中
国经济、金融工程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 

化学学院 化学基地班、化学、应用化学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
班)、数学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华西药学院 药学 

外国语学院 日语、俄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档案学、公共管理类、※公共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 考古学、博物馆学、※旅游管理、旅游管理、历史学基地班 

商学院 
※商业分析、※国际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
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科学、工业工程、工程管理、会计学
(ACCA 班)、电子商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基地班、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生物科学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
信息工程、※信息安全、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自动化、※医学信息工程、电气



留华推荐专案◎四川大学 

-158-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信息类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农
业水利工程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制药工程、安全工程、治金工程、过
程装备与控制 

海外教育学院 汉语言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对
外汉语、汉语言文学基地班 

建筑与环境学院 
★建筑学、★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土建类、土木工程、给水排
水工程、工程力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景观建筑设计、※能
源与环境 

轻纺与食品学院 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纺织工程、轻工生
物技术 

华西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MBBS(6 年)、临床医学(8 年)、★临床医学、★医学检
验、医学技术、护理学、康复治疗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口腔医学、口腔医学(7 年)、口腔医学(8 年)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基础医学基地班、★法医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卫生检验、公共事业管理、工商管理 

华西药学院 药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基地班、物理学、微电子学、核工程与核技术、应用物理学、
核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生物医学材料工程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业设计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四川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成都市㇐环路南㇐段 24号四川大学西区留学生公寓二楼 
邮编：610065P.R.China 
电话：0086-28-85407199/85405773(学历生和奖学金生)  
0086-28-85501780(医学类) 
传真：0086-28-85405773 
电邮：nic8203@scu.edu.cn 
网址：http://www.scul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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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电子科技大学 1960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97 年首批成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
学;2001 年进入国家“985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的行列。 

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2 个(所包括的 6 个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 4 个，国家工程中心 1 个，省、部级设置的研究所(院、中心)、实验室 39 个。学校现有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4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5 个，二
级硕士学位授权点 69 个，具有电子与领域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和 7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13 个。本科专业 59 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14 个，省级特色专业 22
个。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7,500／年;理工科 RMB22,000／年;考古学 RMB26,400／年 

临床医学、艺术、体育 RMB45,000／年;药学、公共卫生 RMB29,250／年 
口腔医学 RMB36,000／年 

住宿：RMB48／天(单人间);RMB48／天／间(双人间);RMB72／天(标准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英才实验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类(“成电英才计划”实验班)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含电子信息工程、电磁场与无线电技术、信息对
抗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 

物理电子学院 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真空电子技术、数理基础
科学 

光电信息学院 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含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
传感网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航空航天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管理-电子工程复合培养实验班)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含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法学、行政管理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固体电子工程)、应用化学、集成
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微电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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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国家级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信息工程、软件技术、大型主机、嵌入式系统、网络
安全工程、信息获取与控制、工业产品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工程)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北路二段 4号  
邮编：610054P.R.China 
电话：0086-28-83200203/83202357  
传真：0086-28-83202365 
电邮：admission@uestc.edu.cn  
网址：www.oice.ue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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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South 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西南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重点
大学，也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 

学校现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 4 个国家重点学科;5 个省级重点一级学科(涵
盖 31 个二级学科)和 4 个省级重点二级学科;有 5 个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
济学、工商管理、法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及 11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
济学、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4 个博士后流动站;现有 57 个博士学位培养专业、108 个硕士学
位培养专业(含 18 个硕士专业学位)，33 个本科专业，27 个学院(中心、部)等教学单位。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6,000／年;英文授课 RMB20,000／年 
住宿：光华校区博学 2 舍 RMB800／月／人;柳林校区慎思园 A 座 RMB500／月／人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金融学 金融数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金融学(双语实验班) 
财政学 物流管理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金融学(证劵与期货方向) 
税收学 旅游管理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

班) 
投资学 市场营销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信息化方向) 
统计学 行政管理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法学 财务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方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智能方向) 
保险学 管理科学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工商管理(双语实验班) 
会计学 商务英语 英语(翻译方向)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审计学 金融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向) 
信用管理 经 济 统 计

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经济统计学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会计学 经济学 金融学 工商管理  

奖学金 
1. 可申请“西南财经大学留学生校长奖学金”、“一带一路” 国际学生奖学金;在籍生可申请“综合奖学
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swufe.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四川成都市光华村街 55号  
邮编：610074P.R.China 
电话：0086-28-87355437  
传真：0086-28-87355437 
电邮：admission@swufe.edu.cn 
网址：international.swufe.edu.cn/ 
  


